
敖寨乡地处武陵山区的贵州省铜仁
市万山区东北部的狭长山谷里，辖5个行
政村及 2 个居委会，61 个村民组，全乡共
有 3651 户 11221 人，其中农业人口 9059
人，人均耕地面积仅0.71亩。

“放牛好耕田，养猪盼过年；喂鸡
筹柴米，奔波为油盐”，这是过去村民
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自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以来，敖寨乡牢固树立“抓扶贫一
定要抓产业，抓产业一定要抓改革”的
思想，不断创新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
制，形成了“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有
致富门路、人人有增收渠道”的产业发
展格局。

目前，该乡5个村都有自己的主导产
业，同时香柚、油茶、经果林、西瓜、苗圃等
特色产业也遍布其中，呈现出产业发展百
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宁静而温暖的“围炉夜话”

时间：2019年1月28日

地点：万山区敖寨侗族乡

农历腊月廿三，送走喧嚣的白昼，记
者与敖寨乡村民们一起，在宁静而温暖的
房子里“围炉夜话”。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杨会高兴地给
记者介绍：“过去的2018年，我们的4个
贫困村全部顺利脱贫出列，贫困人口减
少至 36 户 90 人，全乡成功脱贫 748 户
2549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0.99%，我
乡成功摘掉了‘贫困帽’，以零漏评、零
错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国务院第三
方评估验收。”

“2018年，敖寨乡产业发展迎来了春
天，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
华丽蜕变。”乡党委书记杨勤说起近年来
的发展如数家珍，“按照‘因地制宜、科学
谋划’的原则，我们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
棚蔬菜、食用菌、香柚、水产养殖、畜禽养
殖等产业多点开花，形成了敖寨‘一带两
翼’产业发展格局。”

记者在采访中一路看到，该乡中华
山村和两河口村以发展食用菌、大棚蔬
菜、香柚为主；洋世界村和瓮背村以发展
水产养殖和林下养殖为主；杨家寨村和
岩屋坪以发展生猪代养和莲藕种植为
主。2018 年，敖寨乡完成调减旱地 1800
亩，新增种植大棚蔬菜 600 亩、食用菌
100 亩、精品水果 1500 亩，全乡累计完
成 4000 亩的产业发展，实现了与贫困群
众利益联结全覆盖。

记者在中华山村看到一幅巨大的标
语牌，内容为“敖寨乡集体经济‘622’模
式发源地”。什么是“622”分配模式？“围
炉夜话”时，记者不解地问。

“敖寨乡中华山村自 2015 年初被列
为万山区精准扶贫示范点以来，他们不断
创新发展方式，选准发展门槛低、见效快
的食用菌、蔬菜等大棚种植产业，通过整
合财政、扶贫等多方资金建成了中华山村
集体经济示范点，创造性地提出了‘622’
分配模式，即将纯利润的 60%用于贫困
户、20%用于村集体经济积累、20%用于
合作社管理人员奖励。”万山区对外宣传
办公室主任张文娟，一边给火炉加炭一边
回答记者的疑问。据了解，敖寨乡“622”
分配模式还入选“伟大的变革——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相关图片在国
家博物馆展览中展示。

“说起这个成绩，中华山村村委会主
任毛照新功劳最大呢。”敖寨乡党委委员、
副乡长吴承庚打开了话匣子。“中华山村
的发展，离不开毛照新带领村民兴办集体
经济合作社，发展食用菌产业，打造了远
近闻名的食用菌之村。”吴承庚说：“有一
年春节，一名来村探亲的浙江女婿介绍，
浙江有不少农村靠种植木耳、平菇致富，
中华山村自然条件更好，为啥不试试食用
菌产业呢？”

当年3月份，毛照新带着村“两委”干部
和致富带头人远赴浙江调研学习。在了解
到食用菌生长环境与本村自然条件高度匹
配后，毛照新建议将这一产业引回村里。

可是，他的“美好愿望”没有得到大多
数群众支持，很多人不敢加入创业队伍，
担心失败。但毛照新没有放弃，他一边继

续带领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一边带
头自己先干，再加上乡党委、政府“送政
策、送资料、送技术”，经过几次村民大会，
终于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全体村民
同意发展食用菌产业。

为了让贫困户实现自我“造血”，村
“两委”成员率先贷款 60 万元，利用村集
体的30万元资金和100万元精准扶贫项
目资金，按照“村两委+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组建了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将全村 172 户贫困户全部吸纳为社
员，探索出“622”精准扶贫分配新模式，
点燃了群众的干事创业热情，并带动2家
龙头食用菌企业落户中华山村，当年就发
展食用菌 1000 万棒，集体资产从上年的
30 万元增长到 100 多万元，人均纯收入
从 2000 元增至 6000 多元，贫困发生率
从16.35%下降至9.7%。

2016 年 6 月 29 日，是村里贫困户难
忘的日子，中华山村172户贫困户户均分
红1500元，群众都乐开了花，中华山村也
从当初的贫穷落后村变成了脱贫致富示
范村。

“去年，全乡全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完
成 7625.58 万元，同比增长 19.3%。据统
计监测，我乡 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9400 元，同比增长 10%。”杨会
说：“今年我们努力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突破 1 万元，让群众切实享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授人以渔”家家都走致富路

时间：2019年1月29日

地点：敖寨乡两河口村

敖寨乡两河口村曾是典型后进村。
常年以来，当地老百姓除外出务工外，便是
守着“一亩三分地”勉强过活。如何走出一
条既能守住青山绿水，又能带动群众脱贫
致富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一直困扰着
该乡党委、政府和两河口村村“两委”。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面对群众观念守旧、担心失败的忧虑，如
何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是脱贫攻坚急需解
决的棘手问题。“扶贫先扶志”。2017 年
年初，两河口村成立了多个工作小组，挨
家挨户介绍山东寿光九丰农业落户附近
乡以来取得的成效，并组织他们到现场参
观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去年 3 月启动
规划以来，仅耗时 3 个月，该村占地面积
500 亩、项目总投资 2000 余万元的标准
化蔬菜大棚便已建成，并成功上市。目
前，该村一期大棚内已种植西瓜、黄瓜、西
红柿等五个大类7个品种，预计年总收入
达 500 万元，带动就业 567 人，实现户均
增收 0.8 万元以上。“我们种了几十年蔬
菜了，勉强赚个油盐钱，还没听说过种蔬
菜可以脱贫致富的，真的不敢相信！”当地
老百姓说道。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同样，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才是长久

之计。
在扭转群众思想观念后，当地针对村

民欠缺技术的现状，积极组织专业培训
会，建立农技服务精准到户机制，强化群
众造血功能，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为他们插上致富的翅膀。

“在这里既挣了工钱，又学了技术，还能
照顾老人和孩子，现在真算得上安居乐业
了。”正在棚里干活的贫困户小刘笑着说道。

去年3月份以来，该村在大棚蔬菜基
地组织现场培训 24 次，累计培训人数达
1200 余人次，免费发放实用技术资料
560 余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技术，
增加了种植效益，推动了全乡“菜篮子”扶
贫产业的快速发展。

农产品的销路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
贫困户的切身利益。为让参与种植的 60
多户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该村积极与铜
仁各大超市和万山九丰农业公司对接，解
决大规模生产后的销路问题。“我们和铜
仁华联超市达成了合作协议，实行订单直
销。同时，万山九丰公司还将蔬菜进行兜
底回收，确保种植户能大量种植、大胆生
产。”两河口村支部书记姚元会信心十足
地说道。

目前，该村大棚蔬菜基地已向周边超
市销售黄瓜20多万斤，辣椒3万多斤，西红
柿30多万斤，实现收入100余万元。通过
流转土地、基地打工、股权定期分红等多种
方式，该村贫困户获得了工资性、经营性、
投资性等多种收入，不仅实现在家门口务
工，还变身小老板，走上致富路。

“贫困村”变“幸福村”

时间：2019年1月30日

地点：敖寨乡瓮背村

瓮背村是敖寨乡的深度贫困村，距离
乡政府驻地19公里，是敖寨乡最落后、最
偏僻的一个乡村。“两头猪仔喂一年，不够
柴米油盐钱。”瓮背村村民们的日子常年
过得紧巴巴。

瓮背村党支部书记杨昌喜90年代开
始在外打拼，搞过装修，卖过建材，已经是
个小老板，一年有不错的收入。乡亲们看
到他在外面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希望他留
下来当村里的“领头羊”，带着大伙儿脱贫
致富。2016 年，杨昌喜回到村里。“当时
我们村是脏乱差的典型，垃圾倒在马路
边、河沟里，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狼藉，更不
要说发展产业。”他回忆道。看到乡亲们
过着穷苦日子，杨昌喜心里不是滋味，思
前想后，他决定接过“带着大伙儿脱贫致
富”这个担子。

杨昌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振村民的
精气神，把大伙儿拧成一股绳。“首先就得
从村里的环境卫生抓起，收拾得干净一点，
精神头就不一样。”杨昌喜和村“两委”干
部、驻村干部带头干，把道路两旁和河道上
的垃圾一锹一锹铲上车，运出去。看到村支
书亲自干，村民也开始把自家门前收拾得
干干净净。“是我们把杨昌喜留下来的，他

都亲自干，我们再不动，不像话。”村民杨妹
昌说。为了让群众从思想上转变，杨昌喜又
带着大伙儿利用晚上空闲的时间挨个组织
村民开院坝会，挨家挨户走访，宣传国家政
策，和乡亲们谈村里的发展思路。

“环境变漂亮了，村民的思想发生了
转变，还要再把产业搞起来，让大家伙儿
的腰包鼓起来。”杨昌喜下定决心。

瓮背村山林多，闲置土地多，水源充
沛，如何才能发挥好优势把产业搞起
来？杨昌喜四处考察学习，最终把莲藕
种植作为瓮背村的主打产业。2017 年 3
月，瓮背村成立了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村民主动把自家的闲置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进行统一经营。“土地流转过来
后，我们一边整地种莲藕，一边向上争
取项目修通产业路。”杨昌喜一心想让
产业早日投产见效。

“那个月，杨昌喜每天起早摸黑，大清
早就把我们喊到一起，安排产业发展相关
工作，安排完就往政府跑，晚上回来自己
还要到田里走一圈，看产业进度。”驻村干
部潘荣东记忆犹新地说。一个半月时间
下来，120亩荒田坝全部种上了莲藕，3公
里沙石产业路修通。“每天忙前跑后，那一
个半月，杨书记一双脚板全是血泡。”村干
部杨钱昌心疼地说。

2017 年 7 月，眼看田里长出的莲蓬
就要进入采摘期，为了能让莲蓬卖上好价
钱，杨昌喜又开始忙着给合作社找销路。
跑超市，跑电商企业，请专家到种植基地
查看莲藕品质，就是要把莲藕卖出去，增
加村民的收入。

2017年8月，首批莲蓬通过电商平台、
大型超市销售4000多箱，仅这一项产业销
售收入达10万余元。“要不是杨昌喜带着
我们干，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荒棘窝能种出
金莲朵。”杨妹昌说起来一脸的笑容。“土地
租给合作社有租金，在合作社干活一天也
有70块钱，年底还有分红，跟着杨书记，越
干越有劲！”村民刘秀菊满脸幸福。

除了莲藕，瓮背村发展的林下土鸡
养殖和食用菌产业也大获丰收。去年一
年，产业收入达 18 万余元。凭借产业带
动，6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活干，一
年收入在 6000 元以上，46 户贫困户通
过与合作社建立利益连接，户均分红
1600 元。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敖寨侗族乡：

因地制宜建设幸福乡村

去年以来，记者曾先后3次到铜仁

市万山区敖寨乡采访，看到万山干部群

众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向脱贫

攻坚领域倾斜，每次都深受感动。

干部群众带着对贫困乡亲的深情

厚谊，夜以继日地脚踏泥泞，春夏秋

冬奔忙在山川河谷之间，穿梭在贫困

群众之中，为了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无论天寒地冻，还是高温酷暑，他

们始终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与群众

融为一体，没有周末、不过假期，不谈

条件、不计得失，勠力同心、苦战实

战，以零漏评、零错退、群众认可度

96.37%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脱贫攻坚

国家第三方评估，如期实现了脱贫摘帽

目标。37 个贫困村全面出列，7214 户

24413人摆脱了贫困，综合贫困发生率

下降至1.18%，在贵州省第二批14个退

出区县中最低，在关键之年取得了关键

性胜利。

万 山 区 对 看 准 了 的 路 ， 毫 不 迟

疑、说干就干，对定下的事，先干不

争论、快干不议论、干成再结论，坚

决执行、一抓到底。全区干部群众聚

众力、集众智，顶住了资金压力，集

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项目、重点工

程，办成了一批大事实事，实现了经

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正如万山区委书记田玉军说的那

样：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区上下

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苦干实

干，摆脱贫困的底气和信心；源于万山

干部的铁肩担当；源于万山人民不屈

不挠、自力更生，更源于全区上下迎

难而上的昂扬斗志。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铁肩担当 苦干实干
王新伟

“我和妻子都是残疾人，这两
年依靠好的政策我们家脱了贫，
但我不是坐享其成，我们两口子
也是靠自己双手挣钱。”44 岁的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王市镇村民
李中治底气十足地说道。

走进李中治的家，一面墙上
挂满了“三好学生”奖状，这些都
是李中治的两个孩子在学校获
得的，“孩子成绩很好，让我们很
欣慰。以前因为身体原因不能
出去打工挣钱，怕没有经济条件
供他们读书。现在政府不仅给
补贴，还帮我们找了个在家就能
干的活，简单易上手，没有技术
上的障碍，让我们残疾人也能自
力更生。”李中治说道。

说话间，李中治就带着记者
走进院子里的一间小屋，屋里摆
放着各种零件——这竟是一个自
家的小型“加工厂”。“这些都是电
器的零部件，是我从镇子里‘扶贫
驿站’领回来的，我们两口子的工
作就是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一
天就能挣好几十块钱呢！”

“扶贫驿站”，这个新鲜的词
汇引起了记者的兴趣，王市镇副
镇长王哲宇向记者介绍：“利辛
县是省级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
的任务艰巨，政府出面建立“扶
贫驿站”，吸引外地或者外省的
小型企业入驻，通过建立这种扶
贫服务点，帮助镇上因病因残致
贫，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户就地
就业。”

据了解，目前王市镇的“扶
贫驿站”有6个，每个驿站能容纳
380 人左右，村民的主要工作就
是加工电子、服装等产品，去驿站上班或者领回家加工都
可以，顾家致富两不误。“都是按件计价，多劳多得，我们
就是起到一个引导加鼓励的作用，给贫困户提供场地和
资源。”王哲宇表示。

王市镇有3840户贫困户，贫困人口7528人，这其中
一部分是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光是对贫困户的界定，工
作量就很大，任务繁重，每个村我们都有专人负责，挨家
挨户地考察，争取做到全覆盖。”王哲宇向记者表示。

当然，“扶贫驿站”仅仅是脱贫路上的“加油站”，
王市镇通过光伏扶贫、林业扶贫引领、低保扶贫兜底，
三管齐下，确保扶贫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在乡间小路
的两旁，记者看到有一片片林子，上面还挂着标有数字
的标签。王市镇扶贫办相关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些树苗
都是由政府出面帮贫困户贷款种植的，“贷款全由政府
承担，村民种上树苗后，每亩地政府会补贴 1000 元。
现在王市镇的扶贫户人均扶贫林业占地面积是 2 亩左
右，总共有 5000 多亩，规模在全县是最大的。”王哲
宇表示。

随后记者跟随王哲宇来到一片开阔地，一片片光伏
电板在太阳的照射下格外醒目，“2015 年，利辛县被列
为全国光伏扶贫试点县，通过这几年在各乡镇的开展，
现在王市镇每个村的光伏电站有 2 到 3 座，一座光伏电
站能照顾到 48户贫困户。”王哲宇说道。王哲宇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每千瓦时电的收益包括：供电公司的 1.15
元，加上国家补贴的 0.98 元以及市政府补贴的 0.23 元，

“平均每年一座电站的收益是 24 万元，最高能达到 30
万元，这些钱全部分给贫困户，平均每户每年能分到
4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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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雪飘扬过后，河南济源至山西阳
城高速隧道群施工沿线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2月14日上午，沿着崎岖的冰雪路，坐在摇晃不已的
越野车里，中交一公局集团济阳高速项目部书记刘心胜
一手小心翼翼地捧着鲜花，一手拿着手机告诉早就等在
工地的项目经理赵慧君，“快到了！快到了！”

赵慧君是个急性子，14 日一大早赶到工地，特地委
托刘书记买几束鲜花带上山，送给韩素梅等几位坚守在
一线的女职工。

即使在老家辽宁和北京，陪着父母妻儿过春节，赵慧
君依然保持着与同事的紧密联系。加上节后到达项目部
的这两天时间，复工前的所有前期工作已准备就绪，施工
方案也已了然于胸。年后率先展开的是张河隧道左洞
100多米二次衬砌施工。材料员韩素梅和丈夫杜兴田早
已盘点好库存，提前准备好满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物资
材料需要，并根据项目总体部署，对整个工程收尾阶段的
采购计划有了初步的安排。

平时，韩素梅负责油料供应，杜兴田主要负责钢筋
水泥等主材料。虽说全线只有 12.5 公里，可隧道作业
面多达 16个，大小材料数十种，都需要他们夫妇俩第一
时间配送，无论是深夜、周末、假日，还是烈日、暴雨，不
论距离多远，夫妻俩从无怨言，随叫随到，保证施工有
序衔接。

“嫂子在工地上不容易，其他几位女职工也是！在我
们中国人心目中，正月十五前还都是春节期间，我们几个
给她们各买一束鲜花吧！”赵慧君的这个建议得到包括刘
心胜在内的整个项目管理团队的一致支持。

张河隧道进口，雪花飞舞，气温低达零下 5 摄氏度。
可大伙心里暖洋洋的，他们围成一个心形圆圈给女同事
们献花。从赵慧君手中接过鲜花后，杜兴田满脸喜悦，在
大伙的欢呼声中，略显紧张地、腼腆地将鲜花递给与他在
工地相濡以沫达28个年头的妻子韩素梅。

“其实这是我家老杜第一次给我送花，我很开心，感
谢大伙的关心，我和老杜会继续干好本职工作。”一向不
善言辞的韩素梅接过鲜花，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从1992年相识相知、相恋相守以来，杜兴田、韩素梅
夫妻俩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早已将家庭的幸福梦想
与项目发展大局紧紧相连。

隧道工地的浪漫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敖
寨
乡
村
民
在
木
耳
基
地
整
理
菌
棒
。

本
报
记
者

王
新
伟
摄

中华山村村委会主任毛照新查看菌

棒长势情况。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在产业园区打工的村民搬运香菇。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